#1列王纪中借着预表所揭示并传达
关于神经纶的内在启示
鸟瞰9/12-18
III旧约历史在预表上与神的经纶有密切的
I圣经乃是一本神经纶的书:
关系:
A整本圣经新旧两约，首先是神经纶的图画，A旧约是神永远经纶表征的图画，而新约乃
然后是神经纶完全的解释和应验。
是神永远经纶实际的完成。
B圣经乃是关于神永远经纶之神圣启示的记 B从创世记至申命记的预表，揭示三一神具
载;神这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实际乃是基督:
体化身在基督里，作祂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
1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召会是基督的 周，也揭示这位基督作三一神选民的福分和
身体。
一切。
2基督与召会是圣经的基本结构。
C从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这十二卷历史书，
弗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 揭示三一神在祂选民中的行动，使他们取得、
召会说的。
承受并享受祂所应许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地。
C神的经纶—圣经的钥匙—乃是那有其计划 D诗歌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
与安排的三一神，将祂自己在祂的神圣三一 雅歌—揭示基督是神选民所要追求唯一的完
里分赐到祂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 全，也是神选民所要得着并享受唯一的满足。
作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好使他 诗2:6 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
们成为祂团体的彰显—起先是基督的身体， 上了。12 当以嘴亲子，恐怕祂发怒，你们便
至终是新耶路撒冷:
在路中灭亡，因为祂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
弗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 奔于祂的，都是有福的。
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E从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这十七卷申言者书，
1我们若看见神的经纶乃是圣经的钥匙，我 我们看见三一神成了神人，以完成祂完全的
们就会使用这把钥匙来读圣经的每一卷书。 救赎，好成就神永远的经纶，要终极完成于
2我们若看见这把钥匙并使用这把钥匙，圣 新天新地。
经对于我们就会和圣经对于神是一样的—是 灵感：
神圣经纶的启示。
灵感：
F马太福音至约翰福音揭示，三一神经过过
程并终极完成，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
II列王纪不是论到历史的事实，乃是论到这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
两卷书中的内在启示:
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
A从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所记载之历史的内 得着荣耀。
在启示，是要向我们揭示，神永远的经纶如 G使徒行传揭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作
何借着祂在地上的选民得以完成。
那是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实际，扩展祂自己，
B表面上，列王纪是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事实 为着产生神的众召会。
上，这两卷书在神的灵感动下写成，乃是与 使徒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
神永远的经纶息息相关。
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
C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预表有力地证明，以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
色列诸王的历史与神永远的经纶有关，这经 H罗马书至启示录揭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
纶乃是关于基督作神的具体化身，以及召会 灵借着变化将众召会建造成为终极完成之三
作基督的身体。
一神的生机体，作基督的身体，这要终极完
D所罗门和他所建的殿既然在以色列的历史 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永远
中扮演有力的角色，并且在这样的历史中占 的扩大。
有广大的范畴，因此这二者证明，在旧约里，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
按预表说，以色列的历史与神永远经纶的完 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成极有关系。
灵感：
太16:16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
活神的儿子”。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 IV列王纪里内在的启示乃是借着预表揭示并
不能胜过她。
传达的:
E我们读列王纪时，需要看见旧约历史书与
A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是整个召会的预表，
新约之间的连接;这连接乃是神的经纶，这 也是神经纶的预表。
经纶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身体。
B以色列预表那作神在新约里之选民的召会:
灵感：
林前5:7 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

献祭了。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林前10:6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 1. 9月17(土)～19（月・祝）全国特別集会：
作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
17（土）13:30‐15:30 M1
3旧约有一班人—以色列人，新约也有一班
18（主）10:30-12:30 M2,13:30-15:30 M3
人—召会;这两班人乃是描述神所作的一件
19（月・祝）10:00-12:00 M4
事—神经纶的完成。
【Zoom ID】日・英 851 2479 8841
弗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
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
華語 817 1263 4385
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手話 631 562 5221
灵感：
※パスワードは全て 31 です。
2. YouTube福音主日集会
11 （ 主 ） か ら 福 音 主 日 集 会 の 時 間 を
C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所罗门预表那在神
10:00-45に時間を変更しています。
的国和神国的威荣里得荣耀的基督。
【スケジュール】
D圣殿预表基督与召会作为神在宇宙中独一
9:30-55 福音集会の詩歌を用いて賛美し、
的建造。
E申言者以利沙在预表上代表神新约的经纶;
祈る。同時に必要に応じて準備
以利沙是旧约里的预表，预表新约里真实的
を行う。
事物。
10:00-45 YouTube福音主日集会
F亚哈的异教妻子耶洗别这极其可恨的妇人，
10:45-50 福音集会についての祈りと交わり
预表在新约实际里的耶洗别—预表背道的召
10:50-11:12 預言集会
会。
11:12-11:15 交わりと報告
G在预表里，王的宫室和神的殿是分开的;但
3. 通常の主日集会9:30-11:10（夙川、六アイは
在新约的实际里，这二者乃是一个建造:
10:00-11:40）に変更はありません。自分の地
1我们新约的信徒一面是祭司，事奉、敬拜
区が福音集会を担当する時だけ、上記2のス
神。
ケジュールになります。
彼前2:9 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
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的子民。
4. 通常の主日集会以外の時間帯での主日集会
2另一面我们是神的君王，为神掌权。
7:20-50＠六甲 Zoom ID:795 487 7813
H君王乃是新约信徒的预表，因为所有新约
17:00-40＠魚崎 Zoom ID:374 864 5537
的信徒都是蒙神拯救，成为君王的。
19:30-20:30＠六甲 Zoom ID:875 716 8582
罗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
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
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V历史书被摆在圣经里，因其在预表上给我
们一幅神经纶的生动图画;旧约预表的素质
乃是神的经纶，以基督和祂的身体为中心和
实际。
灵感：

CP1 若与神的经纶无关，就失去

应用: 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神所有的工作，分赐，同在，祝福
我们的神是活神，在祂有照着他喜悦的计
IC神的经纶—圣经的钥匙—乃是那有其计划与 划，经纶。神按照这个经纶来做所有的事情。
安排的三一神，将祂自己在祂的神圣三一里分 圣父为了祂的经纶，在创世之前拣选了选民，
赐到祂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作他们 圣子救赎了父所拣选的人，圣灵临到父所选择，
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好使他们成为祂 子所救赎的人，来完成神的经纶。那是为了让
团体的彰显—起先是基督的身体，至终是新耶 他们建造基督的身体，最终建造新耶路撒冷。
路撒冷—:
我们应该把经历基督并将基督分赐给他人、建
1我们若看见神的经纶乃是圣经的钥匙，我们就 造基督身体这一神的经纶作为我们的人生路线，
会使用这把钥匙来读圣经的每一卷书。
把实现神的经纶作为人生目标。如此以来，我
2我们若看见这把钥匙并使用这把钥匙，圣经对 们的每一天就都会有神的同在。绝对不能将神
于我们就会和圣经对于神是一样的—是神圣经 的同在非法地用于自己的繁荣、平安。愿我们
纶的启示—。
的人生，在神的经纶中，又在主的同在中得到
IIB表面上，列王纪是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事实 祝福!
上，这两卷书在神的灵感动下写成，乃是与神
无论是在学校学习的弟兄姊妹，还是在公
永远的经纶息息相关。弗3:9 将那历世历代隐藏 司工作的弟兄姊妹，都要走在神的经纶里。你
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 可以在学校或职场经历基督，把福音传给认识
人照明。
的人。
D1基督与召会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这在 见证当把自己的学生生活与神的经纶联结起来
新旧约里都是一样。弗5:32 这是极大的奥秘， 时，我见证经历了神的同在并得到祝福，当我
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
认为神的经纶是不现实时，变得对神的经纶漠
2我们需要看见，历史书是按神关于基督与召会 不关心，就经历失去神的同在，并失去祝福。
之永远经纶的观点写的—。E我们读列王纪时，
因着信，当我把神经纶的路线作为学生生
需要看见旧约历史书与新约之间的连接；这连 活中心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同学和后辈得救，
接乃是神的经纶，这经纶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 还有大学院的入学考试被祝福。但是一旦我变
身体。
得不信，认为因为神的经纶与现实相差甚远，
大多数人一想到 economy 这个字，就想到 现实生活比这更重要时，就失去了主的同在、
钱的事。然而我们说到神的经纶，意思是指神 势气、祝福。就像以色列人反复失败和成功一
的计划，是说到神的神圣安排，为着完成祂的 样，我也在学生生活中经历着反复的失败和祝
美意，照着祂的意愿，成就祂的定旨。以色列 福。在这种时候，我祷告：“主耶稣啊，我是
人的历史不仅是整个召会的预表，如弟兄会教 一个愚蠢的人，重复着同样的失败。请怜悯我，
师所指出的，也是神经纶的预表。神的这个经 让我总是能把神的经纶放在生活的中心。”。
纶乃是应验在新约里。新约给我们看见旧约列 那样祷告之后，从大学院开始，我的学生生活
王的预表完全的应验。
一点点地持续地因着神的经纶而得到祝福。
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圣经乃是关于神永 祷告哦，主耶稣啊，神的经纶是圣经的钥匙，
远经纶之神圣启示的记载；神这永远经纶的中 基督是神的经纶的中心也是实际。如果对神的
心和实际乃是基督。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经纶漠不关心，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我
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这两项是整本圣经的 要把自己的生活与神的经纶联结起来，过与基
基本结构。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的任何一卷， 督联结的生活。
都该持守这观点，尤其在列王纪的生命读经里，
更是如此。

CP2 对基督的享受，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必须达到作王的水平，管治混乱
见证在我三十出头的时候，因为不理解罗马书5
IVH君王乃是新约信徒的预表，因为所有新约的 章17节所说的“在生命中作王”是什么意思，
信徒都是蒙神拯救，成为君王的:
所以我没有太在意这个点。
1新约里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君王之预表的应
在公司工作时，我读了一本书，名为《在
验。罗马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 旧造中撒但的大混乱和新造的神圣的经伦》。
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 我曾在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工作过，每个公司组
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 织都存在混乱。在那里，为了管治混乱，我感
了。
到非常需要作王掌权并恢复秩序。本来我不想
2在新约里，所有信徒都是蒙拯救作君王、作祭 当领导，因为当领导会很麻烦，但神的旨意是
司:
信徒在神圣的生命中重生后，在生命中长大，
b我们重生得有神圣、属灵、属天、作王、君尊 更是要在生命中作王。除非信徒长大并在生命
的生命；这使我们登宝座为王，管理一切。
中掌权，否则撒但的混乱无法被管治。
君王和祭司都是神代表的权柄。神代表的
30多岁的时候，我拒绝升为部长职位，但
权柄乃是由神说话的出口和神治理的权柄所组 进入40多岁后，我在自然流中接受了升职。这
成的。当祭司为神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 是为了在主安排的环境中经历，在公司里“作
的代言人，神的出口，这些人就是申言者。旧 王掌权”。但“我生命中作王掌权”跟我的天
约的君王是预表，而这预表是由新约的信徒作 性相反，变得不安，我多与主交通，如下祷告，
君王得着应验。这些乃是享受基督到极点的人。 “主耶稣，因为我不想被麻烦，所以我尽量不
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达到作王 出人头地。但是这是我天然的想法。现在只要
的水平，我们就还是低于正当的水准。…我们 是你的带领的事，我都会做。但是，有条件的
对基督的享受可能只有“一寸高”，但基督是 是不拦阻教会的建造，对建造是有益的。所以
无限量的。我们享受基督必须达到作王的水平。 如果这个晋升不是出于你的，请关闭这个路。
身为神所立的申言者和祭司，我们也是君王， 我的主业是基督和召会，所以我的主业不能失
管治神所有的仇敌。神管治，但神不是直接管 败。如果这是来自你，愿我在你的里面，和你
治；神乃是借着我们，借着信徒作王来管治。 一起，为了你，在新的职位上刚强有力的来做
新约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君王之预表的应验。 事。”。每次我有机会升职时，我都会这样祷
我们能作这样的君王，唯有借着我们被神 告。令我惊讶的是，在这样奉献的祷告中，我
所重生，以神为元素而得着变化，以致我们不 的管理和业绩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的秘诀是
凭自己的生命，不凭自己，不凭天然的人和我 在公司人员和项目上，为了建造，经历“在生
们的肉体活着。我们活着，是凭着那现今与我 命中作王掌权”。
们调和为一的神。信徒的生活必须是过这样一 祷告哦主耶稣，在新约中所有的信徒都是为了
个是人又是神的生活。乃是在这样的生活中， 作王而得救。神想借着我们来掌权。为了作王
我们才能作王，享受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分，就 掌权，我必须被变化。不是凭着天然的人或肉
是基督作我们的美地。
体生活，而是照着调和的灵生活，学习管治混
乱的情况。我对基督的享受，必须达到作王的
水平。

